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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的話
「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」
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是由國內各行各業專業經理人，包
括各大公私企業主、企業經營幹部、大專院校學者、律師、會計師、地政士、估
價師…等專業人士、政府官員等所組成的「非營利性民間社團」；自民國 83 年成
立以來，在創會理事長陳明璋、與歷任理事長石賜亮、姜志俊、陳振祥、高長等
的帶導下，以及歷屆理監事和全體會員的支持，這些年來才能獲得各界的肯定與
信任，迄今已經有長達 27 年以上的歷史。
本會自成立後，屢獲政府相關單位委託和支持，曾舉辦各類型研討會等活動， 像
是專案活動計畫：「臺商赴大陸投資行前講習班」、「當前國內外暨兩岸政經情勢研討
會」、「大陸臺商投資實用系列叢書撰寫」、「大陸臺商投資經營研討會」、
「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的功能與作用座談會」等；並執行調查研究計畫，例如：
「臺灣中小企業國際化探討」、「全球臺灣商會組織功能與發展策略之研究」、
「中小企業升級轉型經營模式之研究」、「大陸臺商協會交流與在地服務執行計畫」
等，且政府還將研究成果作為相關施政的重要參考。
在各計畫中，尤以「臺商張老師」服務計畫最為突出，時間也最長；該服務
計畫，是自民國 85 年間起接受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」委託執行。每一年度都聘請具
有中國大陸實務經驗的律師、會計師、企管顧問專家、估價師、商標專利專家、在大
陸經營有成的臺商、企業主和專業經理人、大專院校教授等組成「臺商張老師服務
團隊」，提供諮詢解答、發行臺商張老師月刊、安排現場駐診、赴中國大陸巡迴演講
等服務；至今已有超過二十年的豐富經歷。

本人承蒙會員們的支持，自民國 111 年 1 月 14 日起接任「第十屆理事長」，
深感榮幸能肩負此一重責大任，日後將秉持歷屆先進的傳承經驗，讓會務繼續延續
下去。即秉持本會宗旨「專業、創新、誠信、服務」積極推展會務，加強例行的服
務之外，往後還會加強會員聯誼及擴展會員，也會繼續與上海商銀舉辦「讀書分享
會」。期待所有理監事、會員們今後能繼續支持、參與會務活動，並敦請陳明璋創會
理事長、石賜亮、姜志俊、陳振祥、高長等名譽理事長繼續指導，一起同心協力為
社會服務，讓本會會務蒸蒸日上！

一、111 年 1 月 14 日本會假台北市政府元福樓餐廳辦理本會第九、十屆理事長
交接典禮。第九屆高長理事長任期屆滿移交給第十屆李永然理事長並由盧鐵吾
常務監事進行監交。會中邀請第九、第十屆理監事共同出席創會理事長陳明
璋也列席，並辦理歲末餐敘並同時召開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。
二、本會承辦陸委會 111 年度臺「商張老師計畫」，於 1 月 19 日中午辦理「1 月
份臺商張老師月例會」，為方便遠距老師可以參與會議，所以每季會採取一次以
視訊方式召開，一月份使用GOOGLE MEET 視訊會議，由李永然理事長主持並
邀請施博文老師擔任特定議題報告 (報告題目:大陸台籍人士個人所得稅新
規介紹) 與上線之老師們分享交流。
三、111 年 1 月 19 日晚上 7 時本會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「企
業經理精進讀書會」，辦理地點:上海商業銀行民生大樓 3 樓，本次讀書會書目:
思考的脈絡，由蕭瑞麟教授導讀，黃丙喜教授與談，主持人呂毓卿秘書長， 引言
人張世泰秘書長。活動反應熱烈，本會高 長、林永法、李火城、徐政雄、張
朝坤、駱玥緁、吳明哲、王寶江、謝永祿、蘇南等多位會員朋友也到場參加活
動。
四、111 年 2 月 12 日本會組成「健行隊」辦理象山健行。活動路程:象山站-登山
口～羽球場～永春亭煙火平台～一線天～詠春崗平台～象山峯～象山岩～六
巨石～象山石碑 ～象山登山口-沿途欣賞 101 大樓園。中午由李永然理事長
招待於「南村小吃店」享用美食；並前往喝咖啡聯誼，活動順利圓滿。本會
李永然、姜志俊、林中和、袁明仁、鄧岱賢、謝永祿、張世泰、張朝坤等會員
朋友熱情參與健行活動。
五、111 年 2 月 18 日中午於臺北企經會議室召開「臺商張老師月刊」討論會議，
討論臺商張老師月刊相關編輯事項，並於目錄中增加「焦點主題責任主編」人員
(由各組召集人輪流擔任)，李理事長並敦聘高 長為臺商張老師月刊編輯

總顧問。
六、111 年 2 月 23 日晚上 7 時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民生大樓 3 樓辦理 2 月份「企
業經理精進讀書會」，由顏敏仁教授導讀「Z 世代經濟」，黃鋆鋇副總幹事與談，
李永然理事長擔任引言，呂毓卿秘書長主持；活動反應熱烈，本會高 長、林
永法、李火城、邱創盛、張世泰、余正昭、吳明哲、王寶江、李欽堯、李世宗、
袁明仁、黃丙喜、陳蓓蒂、蕭新永等多位會員朋友也到場參加活動。
七、111 年 2 月 24 日中午假台北市電腦公會會議室辦理召開「2 月份臺商張老師
月例會」，由李永然理事長主持實體會議，並邀請童裕民老師進行特定議題報告
(題目:貨櫃塞港對台商之影響與因應)，現場張老師聽完報告提出問題，童老師
立即回答，現場交流互動非常熱絡。
八、固定每周二、四下午 2 時~4 時於本會會議室辦理臺商張老師駐診服務，安排
臺商張老師現場提供臺商問題諮詢服務。另於 111 年 2 月 25 日假基隆市勞
資和諧促進會辦理一場駐診服務，由臺商張老師張世泰老師與駱玥緁老師二人
出席駐診提供諮詢服務。
九、111 年 3 月 16 日本會與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臺商張老師駐診服
務活動，由臺商張老師蕭新永以「大陸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實施對員工招募、考
勤、離職管理的影響與因應對策」主題進行現場分享並提供諮詢；歡迎會員
參加。
十、111 年 3 月 21 日中午將召開「3 月份臺商張老師月例會」，會議地點假台北
市電腦公會會議室，由李永然理事長主持，並邀請陳子昂老師進行特定議題報告
(題目: 從十四五規劃與科技戰下兩岸科技產業的競合與發展)；此一報告內
容將於四月份臺商張老師月刊刊登。
十一、3 月份「企業經理精進讀書會」邀請陳振祥教授導讀「7 大市場力量：商業
策略的基礎」，並請石賜亮博士與談，李永然理事長引言，呂毓卿秘書長主持。
活動日期 111 年 3 月 30 日晚上 7 時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民生大樓 3 樓辦
理；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。
十二、4 月份「企業經理精進讀書會」邀請林耀欽教授導讀「零規則」；活動日期
111 年 4 月 27 日晚上 7 時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民生大樓 3 樓辦理；歡迎會

員踴躍報名參加。
十三、111 年 4 月 30 日本會「健行隊」將辦理劍潭山健行活動，規劃路程:劍潭
捷運站-圓山風景區登山口～五每衛兵崗哨體驗～七美觀音夕照～劍潭山
～八美老地方觀景台～通北街直下實踐大學～中午魚鄉屋湘菜用餐~賦歸。
此次活動由本會林永法副理事長兼健行隊隊長負責規劃，並於活動當天親 自
帶隊，歡迎會員報名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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